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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文兴

让“老铁们”过上好日子，快手凭什么？
� � 活灵活现的十二生肖、惟妙
惟肖的人物特写、美轮美奂的民
族景观……每当有游客意识到
这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并非
出自画笔勾勒时，都忍不住要向
一旁正在作画的杨丽丽打探它
们的材质。

在内蒙古多伦县的“自然轩
工艺品工作室”，每天上百次的询
问对于杨丽丽来说已经习以为
常， 但每次回答过后都能收获游
客惊讶的赞许，这让从京返乡、依
靠这门手艺创业的她倍感欣慰。

在收获创业成功喜悦的同
时，更让她倍感自豪的是，县上不
少经她手培训的贫困户， 已经初
步掌握了这门古老的技艺， 纷纷
在脱贫路上起步前行。

多伦县地处内蒙古锡林郭勒
盟， 是内蒙古区级贫困旗县中贫
困人口最多的县， 唯独旅游资源
丰富，且与京津之间交通便利。此
前， 杨丽丽的麦秸画大多卖给了
慕名前来的游客，前不久，她又喜
获新的销售渠道———快手。

“通过快手，我向全国网友介
绍我们的麦秸画， 很多网友会专
门来订做。 目前快手也是我们最
重要的线上推广和销售平台。 ”7
月 25日，在锡林郭勒盟与快手达
成战略合作的发布会上， 已经在
快手上录制了 20 多个视频的杨
丽丽欣喜地向各方媒体表示，“我
们现在除了收购乡亲们的秸秆
外， 还累计培训了 30 户贫困户，
还有一些劳动能力有限的残障人
士， 教他们做一些麦秸画的基础
工序，让他们可以掌握一门手艺，
获得一份有尊严的收入。 ”

2016年 4月 19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

谈会上指出：“发挥互联网在助推
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推进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让农产品通过互
联网走出乡村……让亿万人民
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
多获得感。 ”

成立七年以来，以“记录和分
享” 为内核的快手在为国人带来
无数快乐瞬间的同时， 也时刻不
忘“普惠”的价值观，不断尝试用
科技优势和平台力量为贫困人口
赋能，让他们更好地“共享互联网
发展成果”，曾被总书记牵肠挂肚
的凉山“悬崖村”就因快手带去的
崭新变化而得到央视《新闻联播》
的报道。

为绿色之河注入活力

在蒙语中，“锡林郭勒” 意为
“辽阔草原上的河流”， 然而这条
“绿色之河”地处祖国北疆，工业
基础薄弱， 农业生产条件低下，
加之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渐渐
失去了其应有的活力。 据统计，
锡林郭勒盟全盟有国家级贫困
旗 3 个、 自治区级贫困旗县 5
个，近 60%未脱贫人口为因病致
贫，正是国家精准扶贫战役中的
攻克难点。

“（锡林郭勒）100多万常住人
口中有 34.5万快手用户， 近总人
口 1/3，日活（跃）用户近 20万。”7
月 25日，快手科技副总裁龙安在
锡林郭勒盟与快手打成战略合作
的发布会上透露了这一鲜为人知
的数据。

据了解，“幸福乡村带头人”
将通过快手发掘、 项目合作方推
荐和用户自荐这三种渠道进行选
拔。龙安表示，快手计划于三年内

在全国发掘至少 100 位有能力的
乡村快手用户成为“带头人”。

龙安还表示，今年 9 月，首届
“幸福乡村创业学院”活动将在北
京展开，届时，所有入选者将加入

“全国乡村带头人社区”并获取优
质商业教育资源扶持。“除了定制
的商业管理教育资源之外， 快手
也会为带头人提供对应的产业扶
持资源和品牌资源， 期望不仅能
够促进带头人个人发展， 更能辐
射带动当地产业和经济发展，进
一步提升地区整体幸福感。 ”

而在“杨丽丽麦秸画”之外，
锡林郭勒还涌现出众多有资质和
乐于成为“幸福乡村带头人”的快
手“老铁”。

几年前， 家住乌拉盖管理区
巴音胡硕镇的太平在当地矿上做
司机，收入微薄，总想着挣点外快
补贴家用，让家人过得好点。几经
思考， 太平开了一家草原牛肉干
专卖店， 但一年收入不过两三万
元。 为了打开销路， 他曾去过北
京、沈阳等地。“到了以后，我就住
个便宜的小旅馆， 用微信寻找附
近人，给别人推销，根本没人搭理
我。 ”他回忆道。

2017年，太平学会了用快手，
从此开始不断上传牛肉干被熏烤
得滋滋冒油的视频和自己的日常
生活片段。

很快，这位 33 岁的蒙古汉子
成了镇上的“网红”，粉丝数量超
过了 13万。他牛肉干的生意也一
日千里， 且 95%以上的牛肉干都
通过快手销售， 并也由此将锡林
郭勒正宗的草原牛肉干推广到了
全国各地。仅今年上半年，太平的
牛肉干就卖了 120万元。

在名为“乌拉盖大草原牛肉

干”的快手账号下，太平已上传了
490段视频。 如今，他不会再像以
前因为普通话不好而赧于交流，
还时常到外地与“老铁”们聚会。

现在，太平的店里已经发展
了 8 位员工，他希望把牛肉干产
业做大，通过收购牧民的牛肉等
方式， 带动和帮助更多人脱贫
致富。

快手何以赋能贫困乡村？

长久以来， 我国城乡间的交
流互通存在天然的障碍， 许多乡
村间的优质旅游资源和农产品资
源，虽然受到城市居民的热捧，但
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这
使得能够助力贫困乡村人口脱贫
的特色产品及服务无法有效推向
市场。

时下， 短视频平台的火热使
得这一屏障被打破， 有效实现了
城市与乡村的需求对接。 但为什
么是快手站在了同类平台扶贫战
线的最前方？

首先， 作为中国最大的生活
分享平台， 快手拥有海量的注册

用户， 日活跃用户量超过 1.2亿，
每天用户上传的视频量超 1000
万条， 用户每天的平均使用时长
超过 60分钟。

其次，快手坚持“普惠”的价
值观， 努力推动视频及短视频技
术下沉至二三线城市和乡镇，让
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也能低成
本与外界连接，表达和展示自我。

第三， 快手的社区基因也很
重要。 快手从一开始就按照社区
的理念来设计和运行， 其主体是
人，让存在天南海北、城市与乡村
等巨大差异的用户之间建立信任
并非一朝一夕之工。

综上所述， 快手以海量的用
户和高频的活跃度网罗了来自城
市和乡间这两端的用户， 以极低
的成本让贫困地区的用户充分表
达和展示自我的同时， 让两端的
用户产生深度信任， 从而为乡间
特色产品和服务的推广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正如快手CEO宿华所言：“快
手一直致力于用自身的产品、技术
和社区优势赋能每一个个体，帮助
他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

“无人冰柜”是炒作还是做公益？
负责人：本来只打算做一周

炎热的夏日、天气闷热，有一
则“沁人心脾”的新闻在上海市民
的朋友圈中传播开来。 原来两天
前，一台“无人冰柜”出现在曹杨路
地铁站附近，冰柜海报上贴着“环
卫工人、交通同志、快递小哥、外卖
小哥，免费！ 冷饮补给，随取随用”。
就是这样一台为户外工作者免费
提供冷饮的无人值守“爱心冰柜”，
引发叫好声与质疑声不断。

是真炒作还是真公益？是有需
求的人享受到了真的便利？还是被
哄抢一空？ 经过两个多小时蹲点，

记者看到了这些情况。
9点，冰柜里已被各类饮品塞

满， 旁边还堆了若干箱常温的，贴
心的标出“不喝冷饮的，可自取常
温水”， 吸引不少路过的市民驻足
拍照。

接下来两个小时， 陆续来了
20余位快递员取水。“我就在这附
近区域配送外卖， 之前来去匆匆
没有注意到无人冰箱， 看了朋友
圈了解到可以让我们拿冷饮，上
午送完两单路过就过来了。 ”皮肤
黝黑， 满脸汗珠的快递小哥打开

冰箱取了 1 瓶矿
泉水， 有些腼腆
地说， 来上海两
年了， 虽然工作
很辛苦， 但也在
这座城市感受到
不少便利。“我是
浙江人， 记得小
时候天气炎热，
我的爷爷奶奶也
会在小区门口免
费给户外工作者

送凉茶。 没想到现在也有人免费
给我们送冷饮，很清凉，很解暑。 ”
快递小哥喝了几口水， 又赶去送
下一单快递了。

两个小时里，陆续来了 6位市
民往冰柜中放饮品。有快上小学的
小朋友、有隔壁饭店的店员、也有
不少只是路过随手多买几瓶水的
市民。这位六岁的小朋友是住在附
近的居民，妈妈在朋友圈看到“无
人冰柜”的事情后讲给他听，一大
早主动要买 10瓶水放进冰柜。“天
气太热了，想要买给环卫叔叔阿姨
喝。 ”附近店铺的店员也端来 10碗
绿豆汤放进冰柜，“店长嘱咐我们，
这是力所能及的爱心，如果没有了
我们再补上。 ”不知不觉中，冰柜已
经放不下了，冰柜旁边市民买的矿
泉水堆了不少。

两个小时里，有一位非目标群
体的居民阿姨来拿饮品。阿姨本来
要去旁边的便利店买水，看到冰柜
上贴着“免费”，打开冰箱要拿。 看
到记者在旁边，问了一句“可以拿
吗”， 记者指了指墙上的海报，“提

供给户外工作者”。 阿姨拿走了一
瓶矿泉水并说：“海报贴着免费拿，
而且我也算在户外的呀。 ”

据悉，“无人冰柜”是由一家
附近的互联网公司设立的，负责
人王先生告诉记者，“主要还是
靠大家的自觉。 目前而言，市民
普遍是不会乱拿。 最感动的是，
我们第一天下午去收回冰柜时，
看到底下有三、 四块钱的硬币，
应该是有人误拿了，马上拿出现
金放进冰柜”。

“无人冰柜”之所以选择曹杨
路地铁站，是因发起单位在附近，
便于每天早晨放置和下午收回冰
柜。“杭州街头的无人冰柜有我们
总部参与，得知后很是感动，这么
热的天也促使我们想推出上海版
爱心冰柜。但能力有限，本来我们
只打算做一周， 起抛砖引玉的作
用，号召大家做公益。 ”王先生说。

“第一天，我们花 200 块租了
冰柜、购置了 600 块钱饮品，大大
出乎意料， 很多市民主动送来饮
品， 也有很多爱心人士联系我们

要帮忙做公益。 ”第一天的冰柜因
太阳暴晒而坏掉， 为此王先生还
赔了一笔“小钱”。“今天是第二
天，8 点多把空的冰柜放好后，我
回公司拿东西， 回来时冰柜就被
爱心人士被摆满了， 让我也深受
感动。这几天我的电话被打爆了，
不少有想法有资源的志愿者想参
与这一公益， 我们正在商讨是否
举行第二期， 可能会在上海更多
地方放置’无人冰柜’，做一个常
态化的延续。 ”

是否有炒作嫌疑？ 据这家公
司的微信编辑说，昨天下午文章
发出后，1 小时点击量就超 10
万，不到半天阅读量达到 600 多
万，现在还在持续增长中。 作为
一家做公众号的公司，粉丝量也
大增， 确实是一次有效的曝光。
负责人回应网络上的非议：“我
们尽量避免二维码、链接等品牌
露出，也拒绝各类商业合作。 影
响太大有争议也能理解，我们只
想让户外工作者感受到夏日凉
意。 ” （据东方网）

杨丽丽在快手上发布麦秸画的截图

（网络配图）


